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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温氏肉鸡代养场——龙孔镇肉鸡养殖小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我单位已承接丰都县温氏肉鸡代养场——龙孔镇肉
鸡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规定，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有关信息
公示如下：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
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4bwYS15edeDA2Ch0iFQ 提取
码：td4d；公众意见表链接:链接：https://pan.bai-
du.com/s/1FDhfOIWzG6g 提取码：3fud。二、联
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业典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联
系人：梁勇，联系电话：13638241056。环评单位：重
庆玖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赖工，联系
电 话 ：1330835709，邮 箱 ：451903365@qq.com。
三、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可能受到对本项目建设或环
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四、公
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
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或电话
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意见。五、
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丰都县温氏肉鸡代养场——龙河镇肉鸡养殖小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我单位已承接丰都县温氏肉鸡代养场——龙河镇
肉鸡养殖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规定，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有
关信息公示如下：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
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bwVRae5exnwWU
A2Ch0iFQ 提取码：gh6d；公众意见表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lpd27pUqfX0A9Tb
DWzG6g提取码：u6nr。二、联系方式：建设单位：
重庆业典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联系人：梁勇，联系电
话：13638241056。环评单位：重庆玖维生态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湛工，联系电话：1887540
8991，邮箱：1721311436@qq.com。三、征求意见
公众范围：可能受到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四、公众提出
意见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
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向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意见。五、公
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具恒电子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周跃芬与你公司
因解除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引起的劳动争议一案，已
审理终结。由于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碚劳人仲案字〔2021〕第677号）仲裁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于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北温泉公园江岸饭庄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910991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温泉公园农庄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1091910587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泉风景区管理处竹楼旅
馆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910994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林杉本草日化品经营店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灏达伟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工行西彭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3100082209024869168核准号J6530050987001声明作废
●重庆领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
丢失，公章编号：5001141199528，声明作废。
●遗失贺圣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13277作废
●遗失廖顺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2MA6153BK8M、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JY25001121000540作废
●遗失重庆黑色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公章编号：5003834020962声明作废

主页和网站设计;基因筛查;艺术
品鉴定;服装设计;提供关于碳抵

消的信息、建议和咨询;包装设计;农用化学
品研究服务;室内装饰设计;建设项目的开发。
深圳桃花山投资有限公司 15012862039

前海 R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遗失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编号：005847904 005847903；
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编号：001599013
001682938 001682960。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平二哥餐饮店：本委受理汤登敏与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2878
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
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11月12日上
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
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26日

重庆久福公司渝B1A389 营运证 500110084653，渝
B3A186 营运证 500110095445，渝 A91361 营运证
500110048848遗失作废。即到公司渝DZ7950营运证
500107053939遗失作废。桦威公司渝A89302营运证
500110046993遗失注销。豪迈公司渝B0A910营运
证500110068558遗失作废。天浩公司渝BS8672营运
证 500110096193 遗失作废。重庆强泰物流公司渝
D68137 营运证遗失作废。凯富公司江津分公司渝
D31978营运证500381028097遗失作废。恒祥公司渝
BV6003营运证500110119270遗失作废。重庆市长
寿区辛奇公司渝 BT3979 营运证 500115060026，渝
B1016 挂营运证 500115058735，渝 BM6720 营运证
500115004543，渝BM2390营运证500115021337，渝
BP6028 营运证 500115021114，渝 BT2888 营运证
500115019911，渝BT9569营运证500115065308遗失
作废。重庆恭喜发财物流公司渝B3A375营运证遗失。
重庆久福公司渝BV7752营运证500110108994，渝BC021
挂营运证500110048911，渝BZ6232营运证50011009
8199，渝B2A695营运证500110065719遗失作废。君
睿达公司渝B8A307营运证500110072183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加前软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8MA614CU8X9）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8月26日

万马环卫公司渝D20506营运证渝D64269遗失注销
陆谦公司渝BS5373营运证500110029794遗失
进金公司渝DH8361营运证500110123442遗失
合悦公司渝BM7026营运证500115034368遗失注销
上佳公司渝DE6693营运证500110113994遗失

●遗失叶馨萌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56999声明作废●遗失彭语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00316559声明作废

●重庆美天物联网租赁有限公司渝D328C0
网络预约出租车营运证遗失作废
●刘廷英遗失护士执业证，证号：201750000194，声明作废。
●张凯（身份证号500382199301032154）遗失军人残疾证，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阳光鑫城业主委员会遗失公章5002257024987作废
●长帆物流公司渝BZ9257营运证500105028745遗失作
废。光银长寿分公司渝BF2253营运证500222033152遗
失作废。綦江区发家致富公司渝D76530营运证遗失作废

公交 362、364、384 路发车点由原
“南坪公交枢纽站”调整至位于南坪东
路海棠溪派出所旁的“南坪东路首末
站”，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362（南坪东路首末站—动物园）
顺向新增：南坪东路首末站、辅仁路
口、南坪大帝学校站；逆向新增：辅仁
路口、南坪东路首末站；双向取消南坪
公交枢纽站。

364（南坪东路首末站—创业大
道）顺向新增：南坪东路首末站、辅仁
路口、南坪大帝学校；逆向新增：辅仁
路口、南坪东路首末站；双向取消南坪
公交枢纽站。

384（南山—南坪东路首末站）顺
向新增：辅仁路口 、南坪东路首末
站，取消：阳光华庭、南坪东路·现代
女子医院、南坪公交枢纽站；逆向新
增：南坪东路首末站，取消：南坪公
交枢纽站、二小区、南坪东路·现代
女子医院。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随着电
子商务的活跃，在网上购买、使用玻尿酸、
胶原蛋白等医美产品，已经是不少爱美人
士的常态。

这些医美产品如何安全使用？自觉
“懂行”的23岁年轻女子杨怡（化名）选择了
冒险：她网上购买某品牌医美产品，随后网
上找了一个医生进行注射，结果产生了严
重排异反应——眉头肿了起来，注射区域
发炎，并出现了异物肉芽肿。

经过市急救医疗中心整形科的精心救
治，目前杨怡的炎症得到控制。但是她的眉
头里仍有部分异物，需要通过代谢缓慢排出。

女子“胆大”惊呆专家

23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市急救医疗中心
整形科主任李伟。他对杨怡印象深刻：“她是
8月16日到我们科接受治疗的，当时她的整
个眉部和眼周都肿了，注射区域有明显的炎
症，眉头摸起来是硬的，里面明显有异物。”

李伟向杨怡询问发炎的原因，结果吃
了一惊：“她告诉我眉头之所以肿起来，是
因为在网上购买医美产品，然后通过网上
找人在3天前进行了注射。注射之后就一
直不舒服，后来还发炎了。她吃了消炎药，
还去输了抗生素，结果不见好转，只能到医
院来就诊。可能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她居
然敢网上约人进行专业的医学美容。”

随后杨怡向李伟出示了她注射的医美
产品，这种产品让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邓颖
也惊呼“胆子太大”：“杨怡买的产品是液体
敷料，盒子的外包装上明显写着主要用于
外伤创面的保护屏障作用，还提醒‘仅供外
用，严禁口服’。可她却认为该产品的主要
成分是玻尿酸和胶原蛋白，和填充注射的
针剂一样。于是就网上找人进行注射，真
的是太胆大了！”

外敷玻尿酸不能注射

玻尿酸面部填充术是一种整形常见的

手术，通过注射玻尿酸丰脸颊，达到改善脸
型的作用。杨怡此前曾在医院接受过多次
微整形，因此对于玻尿酸面部填充术比较
了解。

杨怡简单地认为玻尿酸只是医疗美容
的小手段，连百度百科介绍玻尿酸面部填
充术特点时，曾提到：“注射玻尿酸进行
填充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因为它是人体
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的排异反应，效果非
常不错。”于是杨怡便网上购买玻尿酸后，
自己找人打针填充，达到节约钱的
目的。

可杨怡不知道的是，
涂抹的玻尿酸和注射的
玻尿酸并不相同。李
伟告诉记者：“涂抹的
玻尿酸和注射的玻尿
酸虽然都是玻尿酸，
化学成分一样，但
是制作工艺和材
质要求是完全不
同的。这就好

比食用酒精和医用酒精，虽然都是乙醇，但
是你如果把医用酒精拿来喝，就会造成头
晕、呕吐等中毒症状，甚至是胃出血、胃穿
孔的严重后果。”

杨怡“自作聪明”的做法，带来了严重
的后果。虽然经过4天的治疗，她已经在8
月20日出院，但是李伟表示感染可能会复
发：“我们对杨怡的患处进行了检测，发现
产生的异物已经和里面的组织交织在一
起，根本没办法取出来。就算使用玻尿酸
酶和胶原蛋白酶分解大部分的异物，和抗

炎治疗。但是要想短期内清除影响根
本不可能，她还存在二次感染的风

险，这次的教训真的不轻。”

玻尿酸注射不是儿戏

事实上，杨怡已经不是
市急救医疗中心整形科接
诊的第一位因为乱打美容
针出问题的患者。据邓颖透

露：“在此之前，有多名打美容
针出问题的患者来我们科室进

行治疗。他们打了来源不明的美
容针之后，出现面部血管栓塞，有

的直接导致打针的眼睛失明，有的甚
至直接皮肤发黑、坏死……”
李伟则表示，要想通过玻尿酸、胶原蛋

白等美容针容光焕发，一定要到正规的医
院和医疗美容机构进行注射：“现在打美容
针、水光针等的爱美人士很多，有的人觉得
在医院和医美机构打了很多针，就很了解
这些产品，可以网上买美容针自己在家
打，以便节约钱。这样的行为很危险。
首先，网购渠道是很难买到注射用的玻
尿酸和胶原蛋白针剂的，即便你通过代

购等渠道买到，作为非专业人士，无法判断
你购买的美容针是否有问题。其次，如果
负责注射的人没有从事医疗美容的相关资
质，没有经过相关医学培训，很容易出现感
染血管栓塞等危险。前几年我有个朋友从
国外购买玻尿酸针剂，找我希望帮忙打一
下，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无法判断这个外国
药品是否存在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得
不偿失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市急救医疗中心供图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 实习生 陈柔潼）昨日，重
庆中心城区上空阴云笼罩。重庆大部
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部分地
区中雨到大雨，气温17～30℃。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持
续降雨，大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
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阵性大风，须

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
灾害及城乡积涝等；同时四川东部、
贵州北部有强降雨，沿江区县须防范
过境洪水与本地降水的叠加影响。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暴雨转大雨，气温21℃～25℃
明天：大雨转阵雨，气温20℃～23℃
后天：中雨到大雨，气温20℃～25℃

重庆持续降雨 局地大暴雨

南坪公交枢纽站后天起搬迁
13条公交线路有调整

昨日，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投
公交集团南部公交公司获悉，为
配合南坪公交枢纽站综合开发和
轨道交通10号线施工建设，重庆
交通开投公交集团 304、345、
362、364、384、303、325、349、
381、149、382 路等 13条公交
线路，将于明天收班后全部迁出
南坪公交枢纽站，从后天零时起
不再有公交线路进入南坪公交枢
纽站内停靠，南坪东路首末站、开
泰路首末站也将于后天起正式投
入使用。

重庆公交集团南部公交公司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结
合市民出行需求和南坪东路、开
泰路首末站的投入使用，对公交
304路始发站从弹子石群慧路延
伸至弹子石开泰路首末站，对所
有停靠南坪公交枢纽站的线路进
行了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重 庆 晚
报-上游新闻
记者 郑三波

公交303、325、349、381、149、620路由
原“南坪公交枢纽站”发车调整至“南坪大
帝学校站”发车，其余站点不变。

公交382路由原停靠“南坪公交枢纽
站”调整至停靠“南坪大帝学校站”，其余
站点不变。

线路调整后南坪大帝学校站将实施
分段停靠，在原站台前端（新华书店附近）
新建一站台以满足公交车辆的停靠需求，
新建站台将停靠：149、303、325、349、362、
364、381、620路。

请广大乘客相互转告，注意查看站牌
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一、304路将延长覆盖至弹子石国际社区

公交304路运行线路将调整为：开泰
路首末站—南坪大帝学校，顺向起点站由
原弹子石群慧路延伸至弹子石开泰路首
末站，终点站由原南坪公交枢纽站调整至
南坪大帝学校站。

顺向（开泰路首末站—南坪大帝学
校）新增：开泰路首末站、福民路东、国际
社区、腾龙大道1站；

逆向（南坪大帝学校—开泰路首末
站）新增：腾龙大道1站、开泰路首末站，
取消：弹子石群慧路站。

其余站点不变。

二、调整至南坪东路首末站的公交线路 三、调整至南坪协信城的公交线路

公交 345、613 路取消“南坪公交枢纽
站”，发车点调整至“南坪协信城站”，其余
站点不变。

四、调整至南坪大帝学校站的公交线路

为省钱自己找人打美容针

年轻女子差点毁容

▲这种医美产品明显标注了是外用药

▲杨怡打的美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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